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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上海钢联上海钢联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铅锌研究小组铅锌研究小组铅锌研究小组

沪锌偏强震荡沪锌偏强震荡沪锌偏强震荡沪锌偏强震荡

下游刚需采购下游刚需采购下游刚需采购下游刚需采购
品种品种品种品种 均价均价均价均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铅精矿 16580 +120

锌精矿 18760 +90

铅 锭 20550 +150

锌 锭 26020 +460

铅合金 20575 +150

锌合金 26980 +460

氧化锌 24490 +460

锌 粉 30200 +500

1#白银 3850 -50

铅锌价格走势图铅锌价格走势图铅锌价格走势图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铅锌主流地区铅锌主流地区铅锌主流地区期期期期货库存图货库存图货库存图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今日行情今日行情今日行情

今日，供应端趋紧的担忧加重，国内外库存大幅减少。沪铅高位

震荡，现货较上个交易日涨 150 元/吨，国内货源偏紧，有部分

进口铅冲击现货升水，下游按需采购，成交平平。沪锌低位反弹，

现货较上个交易日涨 460 元/吨，冶炼厂出货积极，贸易商之间

交投活跃，市场整体需求未见好转，下游以刚需采购为主。

◆ 宏观宏观宏观宏观导读导读导读导读

���� RBCRBCRBCRBC：美联储本周的：美联储本周的：美联储本周的：美联储本周的““““点阵图点阵图点阵图点阵图””””恐透露一件大事！恐透露一件大事！恐透露一件大事！恐透露一件大事！

美联储(FED)本周二(9 月 19 日)起将召开为其两天的货币政策会

议，并将于周三(9 月 20 日)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外界普遍预计，

本次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同时料宣布缩表启动时间。加拿大皇

家银行(RBC)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 2020 年点阵图

是周三要关注的大事。

���� 管涛：汇率市场化不能滞后金融开放太多管涛：汇率市场化不能滞后金融开放太多管涛：汇率市场化不能滞后金融开放太多管涛：汇率市场化不能滞后金融开放太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

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日前表示，推进汇率形成市场化，即便不是中

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前提条件，至少也不能滞后金融开放太多。

���� 美贸易代表：美贸易代表：美贸易代表：美贸易代表：WTOWTOWTOWTO 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有缺陷有缺陷有缺陷有缺陷””””

周二(9 月 19 日)据外媒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一（9 月

18 日）指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缺陷”，裁

决时常有利于自由贸易而忽略贸易协议细节。

◆ 行业导读行业导读行业导读行业导读

���� 秘鲁胡马斯潘科铅锌银矿等项目进展秘鲁胡马斯潘科铅锌银矿等项目进展秘鲁胡马斯潘科铅锌银矿等项目进展秘鲁胡马斯潘科铅锌银矿等项目进展

印卡矿业公司在秘鲁的胡马斯潘科（Humaspunco）项目持续见到

强烈的铅锌银矿化。RDDH-013 孔在 10.3 米深处见矿 1.3 米，锌

品位 4.97%、银品位 119.6 克/吨、铅品位 3.06%。RDDH-014 孔在

7.4 米深处见矿 2.3 米，锌品位 3.85%，银品位 76.7 克/吨；在 6.7

米深处见矿 3.0 米，铅品位 4.03%。钻探证实穹形铅锌银矿化可

以到达该项目核心部位近地表位置。

���� 泰克资源公司上调泰克资源公司上调泰克资源公司上调泰克资源公司上调 RedRedRedRed DogDogDogDog 运作锌产量目标运作锌产量目标运作锌产量目标运作锌产量目标

9 月 18 日消息，泰克资源公司（Teck Resources Ltd）表示，已

经上调 Red Dog 产量目标，并更新其 Red Dog 区勘探结果。该公

司表示，Red Dog 的今年锌产量目标介于 52.5-55 万吨之间，高

于上次的 47.5-50 万吨目标区间。

���� 株冶公司铅基合金质量再上新台阶株冶公司铅基合金质量再上新台阶株冶公司铅基合金质量再上新台阶株冶公司铅基合金质量再上新台阶

株冶火炬牌还是靠得住！铅基合金的质量从产品物规到使用过程

中的出渣率和断筋率均优于国内同类产品。”近日，株洲冶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得到了衡阳某客户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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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锌锌锌市场追踪市场追踪市场追踪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25710

单位：元/吨

地地地地 区区区区 品品品品 牌牌牌牌 牌牌牌牌 号号号号 现现现现 货货货货 价价价价 涨涨涨涨 跌跌跌跌 期货升贴水期货升贴水期货升贴水期货升贴水 升贴水涨跌升贴水涨跌升贴水涨跌升贴水涨跌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双燕双燕双燕双燕 0#0#0#0# 26160261602616026160 +400+400+400+400 +450+450+450+450 -50-50-50-50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秦锌秦锌秦锌秦锌 0#0#0#0# 26020260202602026020 +460+460+460+460 +310+310+310+310 +10+10+10+10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麒麟麒麟麒麟麒麟 0#0#0#0# 26050260502605026050 +490+490+490+490 +340+340+340+340 -10-10-10-10

天津天津天津天津 紫金紫金紫金紫金 0#0#0#0# 26230262302623026230 +430+430+430+430 +520+520+520+520 -110-110-110-11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709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为 25970-26070 元/吨，均价 2602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460 元/

吨。19日上海市场0#锌锭升贴水：双燕10+450；麒麟、蒙自、久隆10+310；西班牙KZ10+150~220。

沪锌震荡上行，冶炼厂积极出货，进口锌陆续进来，贸易商交投较活跃，下游刚需采购，整

体成交较清淡。

天津市场 0#锌锭价格为 26180-26280 元/吨，均价 262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430 元/

吨。0#锌锭对沪主力升水 470-570 元/吨，紫金 10+520，红烨 10+450，驰宏 10+450，今日价

格大幅上涨，可流通货源不多，贸易商调价出货，下游购买欲望不强，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铁峰铁峰铁峰铁峰 麒麟麒麟麒麟麒麟 丹霞丹霞丹霞丹霞 慈山慈山慈山慈山 久隆久隆久隆久隆

价格价格价格价格 26050260502605026050 26050260502605026050 26060260602606026060 26060260602606026060 26040260402604026040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490+490+490+490 +490+490+490+490 +490+490+490+490 +490+490+490+490 +490+490+490+490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广东市场 0#锌锭价格为 26000-26100 元/吨，均价 260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490 元/

吨。19 日广东 0#锌锭升贴水：麒麟 10+350；铁峰 10+350；丹霞 10+360；慈山 1#10+280；今

日锌价震荡偏强，冶炼厂出货正常，早间中间商询价较为积极但采购比较谨慎，市场现货流

通继续收紧，商家以分散少量出余货为主，升水继续走高虽成交不旺但少有调价，交投氛围

显僵持，供应有限，下游畏高观望采兴清淡，整体成交偏淡。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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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锌锌锌后市展望后市展望后市展望后市展望
后市展望：期锌 1711 开盘 25260 最高 25665 最低 25075 收盘 25425 结算 25405 涨 575 成交

320080 手。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8.38，盈亏平衡比值 8.33；进口成本 25870 元/吨，现货锌锭

进口盈利 150 元/吨。沪锌震荡上行，冶炼厂积极出货，进口锌陆续进来，贸易商交投较活跃，

下游刚需采购，整体成交较清淡。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

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

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

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

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司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

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本团

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

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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